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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很荣幸与各位分享第七届“德勤高科技、高

成长中国50强”项目的成果。

2011年全球经济面临各种挑战，中国经济仍保

持平稳较快增长，参加德勤高科技、高增长企业

中国50强评选的企业依然表现出强劲的增长势

头，令人眼前一亮。同时由于中国入选企业增长

率排名的卓越表现以及比重的不断增加，德勤

中国50强已经成为德勤亚太地区高科技、高成

长500强评选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德勤亚太地

区高科技、高成长500强评选项目与北美地区和

EMEA（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评选项目一起已

经成功举办了数年，具有很高的关注度以及公信

度，现在德勤高科技、高成长项目被誉为“全球高

科技、高成长企业的基准”。

申请2011年德勤高科技、高成长中国50强项目的

高科技企业分别来自北京、上海、深圳、香港、大

连、福州、广州、杭州、嘉兴、江苏、南昌、南京、

厦门、苏州、武汉、长春、长沙和浙江这18个城市

和地区。今年入选的50家企业行业覆盖广泛，包

括软件、电子商务、互联网、通信/网络、生物技

术/制药、半导体、计算机/外围设备、教育科技、

清洁技术/新能源、第三方理财和汽车租赁等。

这些公司既有上市公司，又有非上市公司，他们的

共同特点是，过去三年间的收入都获得了高速的

增长。

前言

卢伯卿

德勤中国

首席执行官

周锦昌

德勤中国科技、传媒和电信行业

主管合伙人

我们可喜地看到，2011年德勤高科技、高成长中

国50强增长最快的五家公司的三年累计增长率

达到1955％到19218％，整体入选企业的增长速

度也与去年相仿。这充分验证中国企业的持续成

长能力。

我们衷心祝贺所有获奖企业，希望他们今后取得

更大成功。同时，我们期待明年能够看到在德勤

高科技、高成长50强活动中涌现出更多优秀企业

和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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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高科技、高成长50强项目是德勤亚太地区高

科技、高成长500强评选项目的一部分，是一项表

彰和推介快速成长的高科技企业的项目。

德勤高科技、高成长500强项目起源于美国硅谷。

1995年在美国圣荷西举办了高科技、高成长50强
项目，后来迅速扩展到众多城市和国家，2001年
开始在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举行高科技、高成

长500强项目，以促进欧洲高科技、高成长企业的

发展。次年在亚太地区采用类似评选标准进行了

高科技、高成长50强企业的评选。现在德勤高科

技、高成长项目成为全球科技、传媒和电信行业

最客观的评选活动之一。

由于中国企业在德勤高科技、高成长亚太500强
的入围比例逐年提升，2005年德勤中国推出

了“高科技、高成长中国50强”项目，至今该项目

已举办六年，涌现出一批像腾讯、百度、阿里巴

巴、尚德电力、凡客等优秀的入选企业。

德勤高科技、高成长中国50强评选项目根据过去

三年收入增长率评选出中国大陆和港澳地区在以

下行业及其相关行业的50强企业，包括上市和非

上市企业：

•  生物技术/制药

•  通信/网络

•  医疗设备

•  半导体

•  计算机/外围设备

•  互联网

•  软件

•  清洁技术/新能源

•  新媒体

•  电子商务

其他（以上未包括的与高科技相关的企业）

参与德勤高科技、高成长中国50强项目评选的企

业，必须符合以下标准：

1. 必须是一家高科技公司，高科技公司的定义是：

• 公司拥有专有技术，并且该项技术为公司带来

显著的营业收入（以独特方式应用其他公司的

技术不符合要求）；或

• 从事高科技产品的制造；或

• 将很大比例的营业收入投入在技术研发领域

的公司；

2. 经营至少三年

3. 在被分析的三个年度中，第一年营业收入不少

于200万人民币

4. 公司总部必须在中国大陆或港澳地区

如需获得详细信息，请访问此项目的网站： 
www.deloittetmt.com/TF50.php

2011年合作伙伴

“2011年德勤高科技、高成长中国50强”评选活

动的合作伙伴包括：

战略合作伙伴: 

  

支持合作伙伴: 

2011年德勤高科技、高成长中国50强

项目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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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选企业行业细分

2011年德勤高科技、高成长中国50强入选企业

所属行业细分，相比2010年发生变化，体现出高

科技产业日新月异的飞速发展。2011年入选企业

来自软件的比例由2010年的16%增加到2011年
18%，所占比重最高。来自通信/网络行业的比例

为14%，仅次与电子商务行业。2011年物联网、新

媒体、清洁技术/新能源等新兴科技企业快速发

展，占入选50强企业8%的比例。

今年入选企业有16%来自电子商务行业，相比

2010年的6%，有强劲的增长，这与中国互联网

用户的高速增长、网上支付便捷性与可靠性的

提高、物流配送等用户体验的改善密切相关。

2011年入选企业来自半导体行业的比例为4%，

而2010年该行业未入选，半导体行业出现了强劲

的增长势头，这与电子产品的消费增长有关。而

入选企业来自清洁技术/新能源的比例为2%，相

比2010年的10%，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入选企业

来自生物技术/制药、互联网、教育、新媒体行业

所占比例，与2010年相比没有发生显著变化。

入选企业地区分布

入选企业来自北京的比例占52%，体现出北京在

高科技方面的领先地位。其他入选企业所占比例

较高的地区分别来自上海、深圳和香港，这与这

些城市快速的经济发展水平相符。2011年新入选

的企业所在地区为浙江、长沙、南昌、南京和武

汉。正是这些高科技、高成长企业为这些地区的

经济带来了生机，注入了活力。

入选企业行业细分

■ 软件（18%） ■ 电子商务（16%）  ■ 通信／网络（14%）  

■ 互联网（12%）  ■ 生物技术／制药（12%）  ■ 半导体（4%） 

■ 计算机／外围设备（4%）  ■ 教育（4%）  ■ 新媒体（4%）

■ 第三方理睬／私人银行（2%）  ■ 汽车租赁（2%） 

■ 清洁技术／新能源（2%）  ■ 物联网（2%）  ■ 其他（4%）

入选企业地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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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52%） ■ 上海（14%）  ■ 香港（10%）  ■ 深圳（8%） 

■ 广州（4%）   ■ 浙江（4%）  ■ 长沙（2%）   ■ 南昌（2%）  

■ 南京（2%） ■ 武汉（2%）

52%

1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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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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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选结果说明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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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选软件企业地区分布 入选通讯/网络企业地区分布

入选互联网企业地区分布

■ 北京（89%）      ■ 深圳（11%）

■ 上海（50%）      ■ 北京（37%）       ■ 浙江（13%）

89%

11%

■ 深圳（44%）      ■ 北京（14%）       ■ 香港（14%）

■ 浙江（14%）      ■ 南京（14%）

50%

37%

13%

■ 北京（83%）      ■ 香港（17%）

44%

14%

14%

14%

14%

83%

17%

入选电子商务企业地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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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选企业按收入增长细分

 入选生物技术/制药/医疗设备企业地区分布

从以上各行业入选企业地区分布图可以看出，在

2011年评选中北京地区占有绝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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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去年是否入选

在2011年度德勤高科技、高成长中国50强企业中

大部分去年未入选。值得注意的是排名前十位的

企业中，并且入选企业所属行业更加分散，说明

高科技、高成长企业增长依然迅速且竞争十分

剧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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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强排名 2011年平均增长率

1-10名 4537%

11-20名 598%

21-30名 349%

31-40名 252%

41-50名 195%

 

所有公司 1186%

前五名公司 7759%

■ 北京（50%）      ■ 香港（33%）       ■ 上海（17%）

上市公司 非上市公司

6

44

是 否

16

34

入选企业上市情况

在2011年度高科技、高成长中国50强企业中，非

上市公司有44家，比去年41家略有上升，由此可见

私营企业的增长势头依然迅猛。

50%

33%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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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德勤高科技、高成长中国50强名列前五名的企业取得了

7759％的平均增长率。以下是前五名企业的简介。

第1名

上海益实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1号店）
董事长：于刚

公司网站：www.yihaodian.com
增长率：19218％

2008年7月11日，1号店正式上线，开创了中国电子商务行业 “网上超市”的先河。1号店是在中国规

模、品类均占行业领先地位的B2C电子商务企业，由上海益实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投资创办。自上

线以来，已拥有注册用户超过1200万，数千个供应商，商品涉及食品饮料、美容护理、厨卫清洁、母

婴玩具、电器、家居、营养保健十一大品类，拥有超过12万多种商品，是目前中国规模领先、发展速

度最快的B2C电子商务企业之一。代表最新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掌上1号店，自2011年推出以来，凭借

其便捷的操作，丰富的功能，满足中、高端消费者完成实时移动购物的需求，被誉为“掌上智能网

超”， 独创“无限1号店”新模式，开启购物新时尚。

第2名

北京天地融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李东声

公司网站： www.tendyron.com
增长率：9150％

北京天地融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信息安全产品的高新技术企业。全球首家推出“HIP人机交

互”设计理念的USB Key产品，彻底解决网银客户端的黑客攻击问题，现在已经成为银行业公认的

发展方向，将网上交易及认证安全带入新的里程碑。天地融已形成按键型、语音型、显示型等完善

的智能密码钥匙系列产品，并在工行、农行等应用，有效防止远程绑架和交易篡改等黑客攻击，成

为国内外高端USB Key市场的领跑者。

2011年德勤高科技、高成长中国50强
成长最快的五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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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名

嘉兴市麦包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首席执行官：叶海峰

公司网站： www.mbaobao.com
增长率：6288％

麦包包是中国最大的箱包B2C公司，总部位于浙江嘉兴，由拥有15年箱包制造经验的叶海峰于

2007年创建。在四年时间里，麦包包每年以近十倍的速度飞速发展，被视为箱包业的奇迹，先后获

得意大利百年品牌VISCONT集团旗下的天使投资、美国DCM、联想集团、挚信资本将近5000万美

元的风险投资。麦包包不但是中国箱包行业第一个B2C平台，也是中国第一个启动国际化进程的箱

包公司。2010年麦包包日本东京分公司的成立，同年，还开通了以北美地区为主要客户群体的英文

网站www.bagsok.com。2011年7月18日，麦包包日本官网正式上线运营。

第4名

赶集网
董事总经理：杨浩涌

公司网站： www.ganji.com
增长率：2186％

赶集网是中国目前最大的分类信息门户网站，为用户提供房屋租售、二手物品买卖、招聘求职、

车辆买卖、宠物票务、教育培训、同城活动及交友、团购等众多本地生活及商务服务类信息。自

2005年成立以来，赶集网快速发展，并获得用户的广泛青睐。赶集网总部位于北京，在上海、广

州、深圳设有分公司，并已在全国374个主要城市开通了分站，服务遍布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

赶集网，为生活服务，努力打造人们生活离不开的生活信息门户。

第5名

上海绿盒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首席执行官：吴芳芳 
公司网站： www.lvhezi.com
增长率：1955％

绿盒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创建顶级中国儿童服装品牌以及打造一流的童

装网络购物平台。经过多年努力，现已从儿童服饰及相关配饰的设计开发、到完善的生产系统支

持，加上不断创新的网络营销体系，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服装产业链并积累了非常丰富的运作经验。

公司由一流的设计团队、精英的营销团队、细心周到的售后服务团队和专业的制衣技术团队所组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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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德勤高科技、高成长中国50强排名榜

排名 公司名称 城市 业务领域 三年增长率%

 1 上海益实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1号店） 上海 电子商务 19218%
 2 北京天地融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 软件   9150%
 3 嘉兴市麦包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嘉兴 电子商务 6288%
 4 赶集网 北京 互联网 2186%
 5 上海绿盒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 电子商务 1955%
 6 武汉国测诺德新能源有限公司 武汉 清洁技术/新能源 1799%
 7 晶能光电有限公司 南昌 半导体 1547%
 8 唯美度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 生物技术/制药 1328%
 9 Borqs Hong Kong Limited 香港 通信/网络 1054%
 10 浙江宇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 通信/网络/软件 846%
 11 兰亭集势控股有限公司 北京 互联网/电子商务   838%
 12 辉源生物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 生物技术/制药 793%
 13 北京风行在线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 互联网 707%
 14 湖南源科高新技术有限公司 长沙 计算机/外围设备 702%
 15 深圳天珑移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 通信/网络 622%
 16 上海景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驴妈妈旅游网） 上海 电子商务 521%
 17 上海一嗨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上海 其他 489%
 18 乐蜂网 北京 电子商务 467%
 19 北京科信必成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 生物技术/制药   432%
 20 北京五八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 互联网 406%
 21 北京珂兰信钻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 电子商务 402%
 22 深圳市万兴软件有限公司 深圳 软件 360%
 23 中传集团 北京 移动互联网 356%
 24 中国无线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 通信/网络 356%
 25 学大教育集团 北京 其他 352%
 26 诺亚(中国）控股有限公司 上海 其他 352%
 27 深圳市一览网络有限公司 深圳 通信/网络 340%
 28 伟景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 计算机/外围设备 333%
 29 北京量子伟业时代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 软件 320%
 30 北京索为高科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 软件 318%
 31 北京千方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 软件 318%
 32 爱点击互动（北京）广告有限公司 香港 互联网 297%
 33 捷斯瑞医药有限公司 香港 生物技术/制药   270%
 34 叠拓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 软件 251%
 35 北京宽连十方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 通信/网络 238%
 36 达雅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香港 生物技术/制药 236%
 37 北京爱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 软件   230%
 38 北京快网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 互联网 229%
 39 甘李药业有限公司 北京 生物技术/制药 224%
 40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 互联网/新媒体  224%
 41 广州卓越教育培训中心 广州 其他 215%
 42 北京德鑫泉物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 物联网 207%
 43 飞拓无限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 互联网/新媒体 200%
 44 北京恒华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 软件 200%
 45 北京亿玛在线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 互联网/电子商务 197%
 46 北京九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 软件 195%
 47 诚迈科技（南京）有限公司 南京 通信/网络/互联网 194%
 48 卓荣集成电路科技有限公司 香港 半导体 182%
 49 广东启德教育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 其他 181%
 50 上海春宇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电子商务 178%
 



2011年高科技、高成长中国50强
首席执行官调查报告

2011年全球经济面临各种挑战，总体增速放缓，

主权债务压力、脆弱的金融系统增加了世界经济

增长的不确定性，中国经济仍保持平稳较快增

长。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中投资小幅回落，

消费基本稳定，出口面临的不利因素较多。在此

经济背景下，我国的高科技企业在2011年发展势

头依然强劲，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

献，在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

2011年，中国高科技企业面临更加激烈的市场竞

争。中国部分高新技术企业依然存在亟需解决的

问题，对自主知识产权的重视程度不够，自主创

新能力不强，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投融资渠道

不畅，面临人才瓶颈等都制约着中国产业结构升

级、增长方式转变和竞争能力的提高。在这个特

殊的经济时期，我们需更加关注中国高科技企业

在2011年的表现，并且未雨绸缪为企业持续的快

速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2011年高科技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们认为企业哪些

变革能加速企业的增长？企业在科研、创新、知

识产权、人才方面亟需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企业

拓展的资金来源是哪些？针对这些问题，德勤对

中国高科技、高成长50强参选企业首席执行官进

行了问卷调查。

概述

2011年德勤高科技、高成长中国50强排名榜列出

了中国大陆和香港地区的50家科技、传媒和电信

行业（TMT）的公司。他们来自不同的领域，包括

软件、电子商务、互联网、通信/网络、生物技术/制
药、半导体、计算机/外围设备、教育科技、清洁

技术/新能源等。这些公司既有上市公司，又有非

上市公司，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过去三年间的收

入增长率都获得了高速的增长。我们针对参选的

合格企业发出了首席执行官调查问卷，并总结了

调查结果，最终形成2011年高科技、高成长中国

50强首席执行官调查报告与您分享。

关于首席执行官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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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希望通过融资解决的问题

金融政策支持高科技企业融资

我国高科技产业良好的发展前景、政府的政策支

持、金融体制的逐步完善、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

的成功设立等都为高科技企业的融资提供了前所

未有的机遇。

高科技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主导产品已经确

定，产品市场销路扩大，市场占有率逐渐提高，其

产品和服务已为广大消费者所接受，企业的核心

竞争力或资源优势已经形成。由于该阶段企业的

各种风险较低，企业经营业绩良好，企业的成长

性较为突出，再加之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可抵

押资产的增多，企业能够采取股权融资或债务融

资方式在资本市场和产权市场上开展融资活动。

而融资又可以进一步解决高科技企业目前遇到的

一些问题。

在本次调查中，33%的首席执行官计划未来一年

企业提升资本额度在2500万美元以上，17%的首

席执行官计划未来一年提升资本额度在1000万-
2500万美元之间。仅24%的首席执行官未来一年

没有提升资本额度的计划。

73%的首席执行官认为通过融资可以解决更新

技术、研发所需的资金，57%的首席执行官认为

通过融资可以解决市场营销所需的资金。

刺激消费政策对高科技企业作用不明显

中国政府采取刺激消费的政策来保持中国经济

快速增长态势，但高科技企业受刺激消费宏观

政策的影响并不明显。49%的首席执行官认为本

企业的收入业绩受刺激消费政策的影响较小，

24%的首席执行官认为没有影响，仅3%的首席执

行官认为影响较大。

企业的发展机遇与政策环境

企业计划提升资本（股权或债券）的额度

■ 2500万美元以上（33%）  

■ 没有提升资本的计划（24%）

■ 1000-2500万美元（17%） 

■ 500-1000万美元（14%）

■ 0-500美元（12%）

33%

24%

17%

14%

12%

收入业绩是否受到刺激消费的影响

■ 影响较小(49%)    

■ 没有影响(24%) 

■ 不适用(24%)   

■ 影响很大(3%)

49%

24%

24%

3%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归还拖欠货款  0%

 其它 3%

 进出口的资金需要 3%

 维持正常生产资金需要            12%

 并购                                                  47%

 扩大生产                                                          54%

 市场营销                                                              57%

 更新技术（研发）                                                                               73%

2011年德勤高科技、高成长中国50强报告   11



企业的战略选择及运营调整

提高销售能力，促进企业高速增长

大多数首席执行官认为销售能力的提高、强大的

产品线、开发自有知识产权、高层管理质量、时机

掌控和重心专一是高科技企业能够保持高速增

长的关键因素。54%的首席执行官认为提高销售

能力是企业实现高速增长的主要关键因素，这与

高科技行业的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有关。 

加强核心管理团队的领导力，实现核心业务经

营目标

人才，特别是管理人才缺乏是快速成长型企业发

展壮大的瓶颈之一。我们此次的调研表明多数企

业已经认识到了领导力发展的重要性，认为领导

力与组织效率的提升、变革创新以及规范管理和

快速发展都有紧密的联系；部分企业已经采取了

一些领导力发展的方式，包括初步建立领导力能

力标准、开展测评、建立职业发展路径以及开展

培训等。调研结果同时也表明在如何有效推进领

导力发展方面，多数企业仍然需要开展进一步的

工作。从参与调研企业专职人员的配备、领导力

培养的专业性和人才培养体系的整合度来看，参

加调研企业对于领导力的投入程度和效果尚显不

足；很多企业有培训内容，但是缺乏发展流程，课

程应用性和针对性不强；培训并没有和业务需求

紧密联系起来；领导力发展方式相对单一，缺乏

更有效果的发展方式。

在本次调查中，75%的首席执行官认为领导力的

培养对企业非常重要，15%的首席执行官认为领

导力的培养对企业而言是重中之重。

当谈及领导力与哪些企业核心业务目标最有关联性

时，84%的参与调研的企业选择了提升组织效率一

项，68%的企业认为领导力可以推动变革创新。同

时，超过50%的企业认为领导力也可以促进规范管

理和快速发展、进入新市场或推出新产品等。

0 10 20 30 40 50 60

0 20 40 60 80 100

 其他  5%

 并购活动         9%

 改变目标市场            11%

 收入基数小           11%

 精益采购              13%

 新的产品 / 服务                                                35%

 重心专一                                                                      49%

 时机掌控                                                                       49%

 高层管理质量                                                                         51%

 开发自有知识产权                                                                         51%

 强大的产品线                                                                         51%

 销售能力                                                                             54%

企业实现高速增长的关键因素

领导力的培养对于企业的重要程度

■ 非常重要(75%)   

■ 重中之重(15%) 

■ 有点重要(10%) 

■ 不重要(0%)

75%

15%

10%
0%

 其他 0%

 无 0%

 降低成本                  20%

 国际扩张                         27%

 并购整合                               34%

 新市场/新产品                                                53%

 规范发展                                                     58%

 变革创新                                                              68%

 提升组织效率                                                                            84%

领导力对企业核心业务经营目标的最具关联性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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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支撑业务发展目标的领导力要求使提升领导

力的措施更具针对性。82%的首席执行官认为企

业明确了支撑业务发展目标的领导力。 

识别领导力能力项有不同的途径，本次调查显示

了主要的途径有三种：通过内部人力资源团队，

通过咨询公司和全球总部。66%的首席执行官表

示企业通过内部人力资源团队来识别领导力能力

项，24%的的首席执行官表示企业通过专业咨询

公司来识别领导力能力项。

 数据统计结果显示，培训这种应用最为广泛的

方式，目前仍然以78%的比例位居领导力发展方

式的榜首； 此外，67%的企业已经为员工设计了

职业发展路径；49%的企业将测评作为领导力发

展的必要方式；而如轮岗、教练制及人才地图等

成熟企业采用较多的发展方式目前来看占比相

对较低；2%的企业目前尚无支撑领导力发展的

方式。

82%

企业是否已明确支撑业务发展目标的领导力要求

■ 是(82%)   

■ 否(18%)

18%

识别领导力能力项的途径

■ 通过内部人力资源团队(中国)(66%) 

■ 通过专业咨询公司(24%) 

■ 通过全球总部(8%)  

■ 通过其他方式(2%)

66%

24%

8% 2%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其他 0%

 无  2%

 人才地图               14%

 人事专员                          23%

 辅导/教练制                                     33%

 轮岗/内部流动                                         36%

 测评                                                       49%

 职业路径规划                                                                            67%

 培训                                                                                         78%

提升/支持领导力发展的途径

2011年德勤高科技、高成长中国50强报告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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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0 20 30 40 50

0 20 40 60 80 100

 其他 0%

 增设创意总监职位  1%

 业务流程重组                14%

 知识产权社会化服务                   17%

 知识产权的商业化                       20%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21%

 研究创意型人才                                             39%

 建立创意创新机制                                                        49%

 增加研发投入                                                                                     75% 

科研、创新与知识产权方面需要解决的问题

 其他 3%

 市场开拓、营销人才                   13%

 人力资源数量不足                                           26%

 加强人事管理                                             27%

 高级经营管理人才                                                      32%

 有效的长期激励机制                                                       33%

 人力资源总体质量不足                                                          34%

 激励和奖惩制度                                                                       41%

 复合型管理者                                                                                    48% 

人力资源方面需要解决的问题

 其他 0%

 朋友和家人融资  0%

 战略合作伙伴      5%

 证券私募 / 后续发行     5%

 天使融资     5%

 私募股权          11%

 证券公募 / 首次公开募股             14%

 商业债权              15%

 创始人的个人投资                   20%

 风险投资                           29%

 运营现金流                                                                              85%

企业目前首要/最重要的资金来源

增强核心竞争力，应对挑战

增强我国高新技术企业以自主研发为核心的综合

创新能力，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升级发展，是目前高

科技行业亟需解决的问题。即便当前高科技企业

对研发投入比例已经较高，科研人员具有良好的

教育背景，但科研发明创造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仍

然落后，究其原因是高科技企业存在重技术、重人

才，轻管理，研发投入大收益小的问题。75%的首

席执行官仍然认为增加研发投入，掌握最新技术

是本企业未来需要解决的问题。49%的首席执行

官认为建立科学完善有效的，与其他业务模块相

协调的创意创新机制是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

高科技企业在知识产权方面也遇到一定的挑战，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严厉打击盗版侵权行为，以及

在知识产权的商业化开发方面得到进一步指导和

支持是目前首席执行官们认为亟需解决的问题。

人才资源是科技发展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决定性

因素。当今国际间的科技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

的竞争，核心是尖子人才的竞争。39%的首席执

行官认为本企业急需研究、创意型人才加盟。 

建立人力资源的激励和奖励机制

我国高科技企业人员层次高，但研发效率低，科

研产品少。48%的首席执行官认为目前的人力资

源制度难以对多个模块进行整合，发挥综合效

益，缺少各业务模块复合型管理者。41%的首席

执行官认为建立合理的激励和奖励制度，加强绩

效管理是人力资源方面亟需解决的问题。

优化资金来源结构，提高竞争力

快速成长阶段的高科技企业面临着生产规模的扩

大，市场进一步开拓，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提高

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大量的资金投

入，如果此阶段，得不到持续的资金供应，就会失

去高速成长的机会，甚至有可能停止增长，或被其

他公司合并或收购。企业的成长资金来源主要是

三个方面：自我积累、股权融资和借贷资金。

目前我国高科技企业的首要资金来源是运营现

金流，有85%的首席执行官认为如此。其次是风

险投资和创始人的个人投资，各有29%和20%的

首席执行官认为如此，这表明我国高科技企业对

资本市场的运用度在持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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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展望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0 20 40 60 80 10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其他 3%

 资本成本降低        9%

 客户库存重建          11%

 投入成本降低             14%

 资本可用性提高                           26%

 经济复苏                             27%

 合格新员工                                                 45%

 多元化发展                                                                   61%

 销售市场增长                                                                                         80% 

对企业发展前景产生积极影响外部因素

 其他 3%

 资本可用性降低           13%

 所得税税率提高                      22%

 公司税税率提高                        24%

 新员工水平降低                             29%

 销售市场政局不稳                               30%

 资本成本上涨                                   34%

 劳务成本提高                                         39%

 投入成本提高                                                                                       66% 

对企业发展前景产生消极影响外部因素

 其他 4%

 扩大董事会规模   8%

 改善采购情况            18%

 并购活动                  24%

 进入新的垂直产业                     27%

 筹集资本                          33%

 招聘新员工                                     45%

 打入新的地区市场                                                      63%

 推出新产品                                                                 75%

 加强核心管理团队领导力                                                                  76%

 加大研发力度                                                                          86% 

企业变革方向

扩大销售市场，实行多元化发展

大部分首席执行官认为在未来的12个月，销售市

场加速增长，通过多元化发展进入新的地域市场

以及合格新员工的可用性提高会对本企业发展前

景产生积极影响。

有效控制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无论是直接投入成本、用工成本，还是税收成本

等各种成本的提高等无疑都是对公司发展前景

造成消极影响的重要因素。66%的首席执行官认

为投入成本提高会对本公司的发展前景造成消

极影响；39%的首席执行官认为开征社会保障税

等形式的用工成本提高会对本公司的发展前景造

成消极影响。

加快变革，迎接挑战

研发是高科技企业的生存之本，86%的首席执行

官计划在未来12个月将加大研发力度以加速企业

的发展。研发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推出新的产品，高

科技企业推陈出新之快是传统企业无法比拟的。

为了使企业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75%的首席

执行官认为在未来12个月本企业会推出新产品。

新产品可以吸引更多的客户，有利于企业打入新

的地区市场，63%的首席执行官在未来12个月有

打入新的地区市场的计划，以加速企业的发展。

高科技企业的发展，离不开人才的吸纳，相比其

他行业，高科技企业更依赖于智力资源。45%的

首席执行官认为在未来12个月企业会招聘新员

工，以满足企业发展的需要。

另外，筹集资本、实施并购、进入新的垂直产业、

改善采购情况和扩大董事会规模也是首席执行官

们准备实施的变革战略来加速企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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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的调查中，我们发现伴随着中国经济持续

增长，高科技行业的竞争日益加剧，增强研发能

力，加强领导力和提升销售能力是高科技企业持

续增长的关键因素。首席执行官们对未来的经济

发展趋势持乐观态度，在未来12个月有加大研发

投入，扩大销售市场，推出新产品和招聘新员工

的计划。

依靠外部良好环境，实现企业持续增长

我国高科技企业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政府的政

策支持，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金融体制的逐步

完善，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的发展等都为高科技

企业的发展提供前所未有的机遇。首席执行官们

认为本企业产品或服务销售地区的经济发展在

2011年间呈总体增长态势，计划未来12个月利用

资本市场进行融资，解决企业在更新技术、市场

营销、扩大生产方面的资金需求，实现企业持续

增长。

创新是高科技企业保持核心竞争力的根本因素

我国高新技术企业以自主研发为核心的综合创

新能力将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升级发展。高科技企

业为了增强核心竞争力必须加强开发自有知识产

权，掌握最新技术，开发新产品，建立创意创新机

制，培养和引进研究、创意型人才，优化资金来源

结构，保持持续竞争力。

结论

加强核心管理团队的领导力，实现核心业务经

营目标

核心管理团队的领导力与企业核心业务经营目标

的实现密切相关，显著影响企业宏观 决策的有效

性和经营管理的效率。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环

境中，企业应建立基于本企业战略和企业文化的

领导力能力标准，基于领导力标准对中高层管理

人员进行持续的测评和反馈，并基于人才测评结

果，对不同层面的管理人员提供针对性的发展机

会，要特别重视在岗培训和发展，同时一些知识、

技能的课堂培训也非常有帮助。 

加快变革，应对竞争，加速企业发展

首席执行官们对未来的经济表现持乐观态度，未

来会继续加大研发投入，扩大销售市场，推出新

产品，吸引创新型人才，加强核心管理团队的领

导力，以增强竞争能力，推动产业改造，促进企业

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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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科技、传媒和电信行业业务概况

具有强大的TMT行业服务能力

• 在45个国家拥有专属TMT的服务团队

• 全球超过5000名合伙人、总监及高级经理及

逾万名专业人士专注服务于TMT公司

• 在中国拥有超过500名的合伙人、总监及高级

经理专注服务于TMT行业，并与全球TMT行业

团队紧密配合

• 提供五大类专务，包括：审计服务、税务服务、

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企业风险管理服务和财务

咨询服务

• 服务全球财富1000强中80%的高科技、传媒及

电信公司

• 德勤中国领先服务于VC/PE支持企业

• 德勤更是协助中国公司境外上市的领导者，从

2006年至2011年5月，德勤拥有中国公司在美

国上市市场份额的40%，位居第一。同时，我

们还为三分之一的香港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

务。 

德勤研究提供创新、实用的观点来帮助企业提

高他们的绩效并获取竞争优势

近期TMT的主题包括：

2010年中国教育行业投资研究报告

2011德勤科技、传媒和电信行业预测报告

沟通的‘瘾’诱：全球移动用户展望 
中国教育行业发展思考2011
2011年中国电子商务物流行业投资研究报告 
2011 年中国网络社区行业投资研究报告  
创业板二周年专题报告

2011年中国幼教行业投资研究报告

电动汽车行业市场研究报告

领先服务于ＶＣ/ＰＥ支持企业

企业在不同成长阶段会遇到不同的挑战，德勤长

期以来非常关注高成长企业所面临的战略问题和

挑战。作为众多知名VC/PE的全球战略合作伙伴，

德勤不断提高客户质量、加强战略合作，致力于

与创投及高成长企业合作共同面对挑战、解决问

题，实现成长目标。

购并咨询/尽职调查

战略规划

运营流程改造

人力资源咨询

企业风险管理

成长型企业常见的需求 德勤的解决方案包括（但不限于）

企
业
初
创
期

基本会计/内部控制制度  

财务/会计人员培训  

税务规划

会计/税务培训

内部控制咨询

投资架构/税务规划

企
业
成
长
上
市
期

上市规划/IPO

收购及兼并

财务报表审计

内部控制合规性

上市申报审计师

SOX或上市内部控制合规性

尽职调查

财务报表审计

企
业
扩
充
期

收购及兼并

成长战略

运营流程改造

组织及绩效管理

企业风险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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